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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杭州下沙支行：下沙6号大街6号，86910328 交通银行杭州钱塘新区：萧山区义蓬街道义隆路280号，86953131 交通银行九堡支行：九堡香槟湾花园12幢1楼21-23商铺，86903325

★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永乐理财6月型3.80%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详询95527或银行网点客户经理
点易贷专员：高志平13282820720，82921287。
徐伟刚18258888258，82921293。
浙商银行杭州钱塘新区支行:
钱塘新区义蓬街道义隆路203、205号。
本广告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并不构成本行的任何要约、承诺或义务

浙商银行小企业——余值点易贷，“有房贷，还可贷”
浙商银行“小企业余值点易贷”是浙商银行向个体工商户、小企业及小企业主等发放，以其

未结清按揭贷款的自有住房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用于其生产经营活动的贷款。最高可贷
800万元，最长可用三年；结息方式灵活，用款可以循环。

5分钟在线申请；1刻钟自动审批；0元房产评估费。

扫描二维码即刻进入申请页面，方便快捷！

手机点点

快速申请房产抵

押贷款

浙商银行杭州钱塘新区支行: 钱塘新区义蓬街道义隆路203、205号 82921285，82912751

理财子单元简称
一、永乐1号大众客户理财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1月型

永乐1号3月型

永乐1号6月型

二、永乐2号高净值客户理财
永乐2号6月型
永乐2号1月型

永乐2号3月型

永乐2号6月型

三、永乐5号私行客户理财
永乐5号1月型

永乐5号3月型

永乐5号6月型

四、特色理财
永乐2号6月型

永乐1号3月型

永乐1号6月型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3959
AA1372
AB3599
AB3600
AC3952
AC3953
AC3954

BC2169
BA1414
BB3466
BB3467
BC3781
BC3782

DA1155
DB3265
DB3266
DC3337
DC3338

BC3783
AB3602
AB3601
AC3958
AC3955
AC3956
AC3957

业绩比较基准

4.15%
3.55%

3.60%

3.75%

3.65%

4.05%
3.60%

3.65%

3.80%

3.65%

3.70%

3.85%

4.08%
4.00%
3.65%
3.98%
4.02%
4.04%
4.06%

起点金额

杭州分行新客户专属款 5万元起，上限20万元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线上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线下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新客户专属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高净值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私行款 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尊享拼团款 20万元起，上限500万元
积分享兑款 5万元起，上限20万元

100积分抵扣款 1万元起，上限10万元
4000积分抵扣款 1万元起，上限10万元
二人拼团款 5万元起，上限300万元
三人拼团款 5万元起，上限300万元
四人拼团款 5万元起，上限300万元

认购期

1月7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0日
1月11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0日
1月11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0日
1月11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0日
1月11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0日
1月11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0日
1月11日-1月13日

1月15日-1月17日
1月14日-1月20日
1月7日-1月13日
1月7日-1月13日

1月15日-1月17日

风险等级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记者 刘龙龙
通讯员 徐佳伟沈晶鑫

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在其
著作《车间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指
出：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从车间开始
的。当前，钱塘新区的制造车间也
在酝酿新变革。

不久前，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发布首批“未来工厂”名单，位于
新区的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和浙
江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上榜。

“未来工厂”超前在哪里？新区
两家企业为何能在打造“未来工厂”
先行一步？“‘未来工厂’是指广泛应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技术，实现数字化设计、智能化生
产、智慧化管理、协同化制造、绿色
化制造和社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的
现代化工厂。”据经发科技局产业发
展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工厂”
的最大特点就是让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先进制造业充分融合。这在新区

入选企业的发展中也可见一斑。
高效协同是中策橡胶高性能子

午胎“未来工厂”的最大特点。依托
数字化仿真设计、大数据平台分析
决策、轮胎生产全流程智能控制与
云计算模型，中策橡胶实现了产品
设计迭代加速、高精度高速度检测
和高效率高品质生产。协同性提
升，让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抗风险
能力更强。仅2020年上半年，中策
橡胶就新推出了七大板块、17款不
同功能特性的商用车轮胎，率先在
疫情中实现了企业效益逆势回升。

实际上，早在2016年，中策橡
胶就通过与阿里巴巴的合作，迈出
了轮胎生产行业数字化改造的第一
步。目前，以钱塘新区总部为中枢，
中策橡胶的“未来工厂”正在带动泰
国工厂等9个制造基地进行全方位
智能升级，用大数据串起整个产业
链，打通汽车后市场。

数字化技术带来生产力变革，
改变的不仅是智能制造领域，也让
传统化工行业重新焕发生机。走进
传化化学的大江东工厂硅油生产车
间，一排排机器正在生产线上有条

不紊地运作，几千平方米的车间只
看到几个工人忙碌的身影，原料输
送、配料混合、成品包装等环节，都
实现了智能化生产。“过去，车间员
工要人工投料、真空吸料、隔膜泵吸
料，生成半成品后还要通过叉车运
送到下道工序，再通过升温、搅拌、
蒸馏等工艺操作生产出合格的成
品，整个流程费时费力费钱。”据该
基地副总经理管铖烽介绍，如今，通
过数字化改造后，车间生产流程从
平面化间歇式向立体化连续式布
置，大宗原料通过空中管廊输送到
反应釜，点击按钮就可完成操作。

要在制造车间实现这样的数字
化转型，并非易事。前期，传化化学
的数字化应用技术团队，通过和生
产、技术部门协作，针对多品种小批
量生产特点，量身定做基于数据驱
动的智能制造平台。这一平台建成
后，不仅实现了个性化定制与大规
模生产的兼容运行，也实现了消费
需求与生产一体化的有效链接。

打造“未来工厂”，本质是深入
推进产业数字化，提升制造业智能
化水平，增强企业、产业及区域综合
实力和市场竞争力。2020年，新区
共有70家企业上马工业物联网项
目、29家企业上马数字化攻关项
目、623企业上云、7家企业建成省
级数字化车间，在生产数字化改造
上累计投资30.69亿元。

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舍得花
钱，背后有政府撑腰。在新区出台
的“1+4+X”政策体系中，明确规定
对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攻关项目、工
厂物联网或工厂互联网、智能工厂
等一经认定给予资金奖励。

“为持续提升新区企业进行数
字化改造的积极性，2020年，新区
已累计兑现数字化改造政策资金

461.46万元，惠及企业666家。”据
经发科技局产业发展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接下来，新区还将着力抓好一
批制造业龙头企业数字化改造提
升，为新区制造业升级蹚出一条路，
进而带动更多企业由制造走向“智
造”。

记者手记：“未来工厂”“灯塔
工厂”“无人车间”，新名词层出不
穷，一次次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路标拨向智能化、数字化。发生
在制造车间里的实践也一再证明，
智能化生产不仅是应对疫情冲击
的权宜之计，更是面向未来市场需
求的大势所趋。

而在钱塘新区的诸多战略定
位中，“打造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
集群”被放在了突出位置，能否实
现由“制造”到“智造”的产业转型
升级，关乎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前景和未来。在这一大背景
下，新区需要更多诸如中策橡胶、
传化化学一样的“未来工厂”，发挥
行业带动作用，为新区制造业升级
趟出一条路。相应的，新区还需进
一步发挥“1+4+X”政策体系的作
用，为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提供更
强有力的引导和支持。

制造车间酝酿新变革

“未来工厂”引领新区智造升级

■记者 余梦梅 通讯员戴锋

来自同一棵茶树的叶子，可以调
制出千变万化的香，白茶、绿茶、黄
茶、乌龙茶、红茶、黑茶……在全国各
地茶园里土生土长的茶叶，经过工厂
的一番历练，就可以提取出世界各地
人喜爱的不同风味。美町宝植物科
技（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町宝
（中国））的工厂车间里，常年弥漫着
茶叶最原本的香味。

浙江西部、安徽北部、湖北、江
西、湖南……每年大概会有来全国各
地，超过3万吨的茶叶，汇入这个位于
新区的美町宝（中国）工厂里，经过萃
取、加工等多重工序，每年这个仅40
多亩地的工厂，会向世界各地输送超

过6000吨的深加工产品：速溶红茶、
速溶绿茶、脱咖啡因茶、浓缩液……

日前，在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省
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监测及新申报
认定名单中，美町宝（中国）是新区唯
一一家通过新认定的省级骨干农业
龙头企业。从原先单一出口茶叶为
主的贸易公司，到如今产品销往全世
界的“业内顶流”，进入中国市场的10
年间，美町宝（中国）俨然已经取得不
错的成绩。

“最开始落户在新区，也是看中
这里的发展潜力。”据美町宝（中国）
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初放在美町宝面
前的三个选择：上海、杭州、宁波。在
考量过区位、政策、交通等多方面因
素之后，最终美町宝（中国）还是决定

将工厂设在杭州经开区（现钱塘新
区）。“我们是做茶提取物的，当时在
选址的时候，我们也特地选在了离我
们的‘下游’，也就是哇哈哈、康师傅、
统一等饮料公司最近的地方，事实证
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2010年美町宝（中国）进入中国
市场，主营茶叶深加工产品，2015年
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份额，德方股东
控股份额从原来的 25%提高到了
70%。美町宝（中国）以德国企业的
身份走进中国市场，最终以中国制造
的口碑，走向世界各地。“走在国外的
大街上，他们喝到的冷泡茶也好，茶
饮料也好，原产地可能就是我们国内
的一个小山头。”

当前，美町宝（中国）被评为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农业高新技
术企业、浙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等
荣誉称号。作为全国速溶茶提取行
业排名第二的企业，每年美町宝（中
国）会将相当于设备折旧的所有资金
投入科研，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发和新
技术工艺的开创。

“不论是新区，还是杭州市，给了
我们这么好的政策，我们也要给予相
当的回报。”据该负责人介绍，美町宝
（中国）与全国近2万亩茶基地展开合
作，直接收购当地茶叶，从根本上解
决了当地茶农“卖茶难”的问题，并响
应杭州市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与对
口帮扶地湖北恩施建立认证茶园，帮
助当地实现产业扶贫，目前已取得良
好成效。

■首席记者 许莉莎 通讯员童建列

“服务有态度，发展有成果，将需求交给临
江高科园，我们很放心。”近日，远大住宅工业
（杭州）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将一面写有“乘风
破浪勇立潮头，热心为企助力钱塘”的锦旗亲
自递到临江高科园负责人手中，表达对平台快
捷高效服务的感谢。

近年来，远大住工抓住市场机遇，“苦练内
功”。然而，随着市场开拓、发展需要，企业展
示用样板房移位、堆场紧缺、货车导流、厂房不
动产确权……一系列问题让企业“手忙脚乱”。

“只要有需求，操心由我来！”走访服务中，
临江高科园在知悉企业问题后，立即开展专题
研判，制定协调方案，经发服务部、规划建设部
默契联动，分类推进，以帮办、代办、帮跑等形
式送上“保姆式”贴心服务，加速为企业逐个解
决难题，排除困扰。2020年1月-10月，该企
业产值同比上涨55.04%，税收贡献同比上涨
23.16%。

值得一提的是，在助企解难的同时，高科
园还及时为企业送上两大针对性政策：新区

“规模突破”及杭州市“鲲鹏计划”。据悉，当注
册地在新区的制造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
亿后可享受市、区两级各50万元的奖励。而截
至2020年底，远大住工产值突破5亿元。

解决格力小客车指标、鼎龙过渡房补助、
化纤企业库存紧缺、颖泰项目立项、己内酰胺
租地……除了远大住工的难题得以破解，过
去一年，临江高科园共走访企业237家次，收集
问题131个，现已累计解决问题106个，剩余问
题也正在积极协调中。

打造具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临江高科园
立足将工作做实落细。自今年平台成立以来，
临江高科园一方面结合当前疫情对实体产业
带来的冲击，进一步强化服务理念，收集省、
市、区在人才、住房、投资、社保等方面扶持政
策，助力小微企业、扶正规模企业、助推大型企
业，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主动预警，提前研
判困难易发企业，打破“坐等问题上门”局面，
主动走访，主动服务。同时，及时掌握一手消
息，打通“政-企”隐性壁垒，实现上下通畅优质
氛围。

本报讯 近日，杭州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顺
利通过杭州市第二批产教融合型培育企业专家评审，
入围浙江省评选名单，成为此次新区唯一获得推荐的
新区企业。

据悉，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推选旨在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
有机衔接，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人力
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国家将支持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信息储备
库的企业参与各类职业教育并提供各项优惠政策。

新松机器人是一家以机器人及自动化技术为核
心，致力于全产业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高科技上市企
业。近年来，新松机器人与省内外多家高等院校、职
业技术学院等签订了协议，通过产学研结合、校企合
作等形式，充分发挥校企双方的优势，实现高等教育
为企业、行业服务的功能，实现高效成果转化、产业
化，充分利用企业市场化、产业化优势，达到校企双方
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目
的。

“校企合作方面的工作我们之前也做过不少，但
还没有过系统的整理与规划，这次在临江高科园的积
极帮助下，我们顺利完成了申报，系统回顾总结了过
往工作，也为将来的产教融合工作指明了方向。”该企
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借此次推荐机会积极谋划好三
年规划，不断深入探索校企合作模式，提升产品竞争
力。 （通讯员金敬鹏 首席记者许莉莎）

美町宝（中国）：一道好茶背后的传统产业升级密码

新区唯一！新松机器人顺利入选
杭州市第二批产教融合型培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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